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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社員大會函知縣政府之函文內容與注意事項： 

1. 正本：屏東縣政府 

2. 副本：屏東區會、南區辦事處、郭日陽督導 

3. 附件：107年社員大會手冊一份 

4. 主旨：本社訂於 107年 1月 27日（星期六）上午 9時 30分假潮州天主堂(屏東縣潮州

鎮新生路 13號)召開 107年度社員大會，敬請 蒞臨指導。 

5. 說明：依據儲蓄互助社法第五條及第二十七條之規定， 鈞府為本社之主管機關，爰謹

呈本社社員大會開會時間地點，請 鈞府不吝派員蒞臨賜予指導。 

6. 署印：『社名長戮章』如『屏東縣新基儲蓄互助社』 

二. 借款申請送理事會審議議案 
(一).社員借款逾越放款委員會權限案 

案由：請討論#105郭清文申請借款 80萬元案。 

說明：1.經 106年 10月 10日放款委員會議決送審； 

      2.借款人及連保人信用狀況如附件(個人帳、債信資料……)； 

      3.申請償還期限：7 年 (每期一個月計 84 期)； 
      4.適用利率：年息 8.4%。(按社放款辦法填寫) 

議決：1.核准金額：80萬元。 

      2.償還期限：7年。   

      3.年利率：8.4% 

      4.本會議通過後，次日起一個月內完成放款。 

(二).理事、監事、職員借款高其股金案 

A.有未償清餘額且加本次申借金額高其股金 

案由：請討論理事#11林港口申請繳稅專案放款 3萬元案。 

說明：1.經 106年 10月 10日放款委員會議議決送審； 

      2.依儲蓄互助社放款委員會組織規則第 9條第 1項規定辦理； 

(1).股金結餘 123,150元； 

(2).借款結餘 11萬元(借號 1050101) 

(3).經申請變動後其無擔保借款餘額 14萬元將超過股金 123,150元。 

3.借款人及連保人信用狀況如附件(個人帳、債信資料……)； 

      4.償還期限：2 年 (每期一個月計 24 期)； 
      5.適用利率：年息 6 %。 

議決：1.核准金額：3萬元 

      2.還款期限：2年 

      3.年利率：6% 

      4.本會議通過後，次日起一個月內完成放款。 

B.借新還舊 

案由：請討論理事#11林港口申請借款 30萬元並結清原有借款案。 

說明：1.經 106年 10月 10日放款委員會議議決送審； 

      2.依儲蓄互助社放款委員會組織規則第 9條第 1項規定辦理； 

(1).股金結餘 123,150元； 

(2).原有借款結餘 11萬元(借號 1050101) 

(3).經申請變動後其無擔保借款餘額 30萬元將超過股金 123,1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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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借款人及連保人信用狀況如附件(個人帳、債信資料……)； 

      4.償還期限：7 年 (每期一個月計 84 期)； 
      5.適用利率：年息 8.4%。 

議決：1.核准金額：30萬元 

      2.還款期限：7年 

      3.年利率：8.4% 

  4.本會議通過後，次日起一個月內完成放款並結清原有借款結餘 11萬元。 

C.本次申借金額高其股金 

案由：請討論理事#11林港口申請借款 20萬元案。 

說明：1.經 106年 10月 10日放款委員會議議決送審； 

      2.依儲蓄互助社放款委員會組織規則第 9條第 1項規定辦理； 

(1).股金結餘 123,150元； 

(2).借款結餘 0元； 

(3).經申請變動後其無擔保借款餘額 20萬元將超過股金 123,150元。 

3.借款人及連保人信用狀況如附件(個人帳、債信資料……)； 

      4.償還期限：7 年 (每期一個月計 84 期)； 
      5.適用利率：年息 8.4%。 

議決：1.核准金額：20萬元。 

      2.還款期限：7年。 

      3.年利率：8.4%。 

  4.本會議通過後，次日起一個月內完成放款。 

(三).不動產擔保借款案 

案由：請討論#123習進平申請不動產擔保借款 200萬元案。 

說明：1.經 106年 10月 10日放款委員會議議決送審； 

      2.依儲蓄互助社放款委員會組織規則第 9條第 2項規定辦理； 

3.借款人及連保人信用狀況如附件(個人帳、聯徵中心個人信用報告……)； 

4.鑑價小組會議紀錄及擔保品鑑價報告； 

5.本社單一社員借款額度上限 300萬元；(社股金與公積金總額百分之十) 

      6.償還期限：20 年 (每期一個月計 240 期)； 
      7.適用利率：年息 3%。 

議決：1.核准金額：200萬元 

      2.還款期限：20年 

      3.年利率：3%。 

      4.本會議通過後，次日起二個月內辦妥借款合約並取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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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款委員會議紀錄 
.  106 年度     第  40 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6 年   10 月   10 日   12  時    分 
地點：  社辦公室                                                    . 
主席：  林港口  . 
出席人員：   林港口     、   洪水      、    涂石留          

一、 下列借款申請已被批准： 

存摺號碼 姓 名 申 請 金 額 批 准 金 額 是 否 為 
抵押借款 用 途 摘 要 

100 方順昌 100,000 100,000 否 購置家電 
1002 林豔紅 30,000 30,000 否 繳稅；追認案 

      
      
      
      
      
      
      

合計：筆數    2    筆              批准金額：＄ 130,000                

二、 下列借款申請已被否決或經擱置延於下期會議討論 
存摺號碼 姓 名 申 請 金 額 否 決 / 擱 置 原 因 用 途 摘 要 

444 李太生 1,000,000 還款能力不佳 還債 
以下空白     
     

三、 下列借款申請經初審後，提交理事會討論： 
存摺號碼 姓 名 申 請 金 額 提 交 原 因 用 途 摘 要 

105 郭清文 800,000 超過放款委員會權限 投資 
11 林港口 200,000 理事超其股金借款 購買傢具 

以下空白     

四、 其他討論事項 
放款委員#11 林港口審核自身申請案件時，自行利害關係迴避。 
 
 
 

主席： 林港口                              秘書：洪水 

社號：           
 
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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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借款餘額』計算 

問題一：設甲社員至 104/11/20止，其股金結餘 150,000元，借款結餘 120,000元，

104/11/21申請小額優惠放款 50,000元，社以股金內放款授權專職先行核放，

是否違反規定？ 

問題二：小額優惠放款授權專職先行核放，是否違反規定？ 

四. 放款款項之支付 

依儲蓄互助社辦理放款實施要點第 17條辦理 

『社員借款應以支票或電匯、轉帳支付，但借款金額五萬元內得經理事會授權專職以現

金支付並由借款人親自簽收領訖。』 

五. 匯款憑證、身分證影本、傳票之黏貼 

1. 匯款憑證正本(支票影本)、支出/轉帳傳票(簽署完整)影本固定黏貼在借據背面。 

2. 匯款憑證/支票影本黏貼於支出憑證黏貼簿。 

3. 身分證影本浮貼在借款申請書背面。 

六. 已清償借據之處理 

依儲蓄互助社辦理放款實施要點第 8條辦理 

『社員於還清借款後，原借據應加蓋「本借款已償還」之戳章，並應歸還予社員，社自

留影本存查。』 

七. 已取得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民事判決及確定證明書/債權憑證之處理 

非清償中或非強制執行中，每 5年須向法院申請核發債權憑證。 

八. 『#129暫付款』及『#229暫收款』之帳目使用 

 除六年平儲解約及科目調整暫時使用外，不得使用。 

九. 參加協會、區會研習或活動之費用 

1. 報名費，其入帳科目為「#5712教育開支」。 

幹部-#57122幹部訓練費、員工-#57123 員工訓練費 

2. 膳雜費及交通費，其入帳科目為「#5316差旅費」；須編列領據。(附件一) 

3. 聯誼活動費用，其入帳科目為#57125幹部聯誼活動費，不宜支領膳雜費及交通費。 

一〇.社員團體互助基金墊款帳務處理 

1. 墊付時，以#115短期墊款按社員帳號逐筆入帳。 

2. 收回時，以#215應付代收款按社員帳號逐筆入帳，再與#115短期墊款沖轉並認列經辦

費收入。 

3. 編製明細備查簿；(附件二)。 

4. 上年度已催繳未結清時，本年度停止墊付。(未遵循輔導者，負清償責任) 

5. 帳務處理 

設 105/5/25墊付防癌險保費 5單位計 5,885元(1,17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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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05/7/5收回#5之 1單位保費 1,280元 

 

 
一一.簿記會計科目之報表列印設定 

1. 資產負債科目 

 
2. 損益科目 

 
一二.幹部三節禮品、聚餐 

1. 三節禮品 

(1)須編列預算。(未編列者不應支出) 

(2)不得發放現金。(屬酬勞金-違反互助社法) 

(3)年度累計逾 1,000元以上需開立扣繳憑單。 

(4)入帳科目為「#5929其他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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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餐 

(1)須編列預算。 

(2)配合會議(應有會議紀錄)。 

(3)入帳科目為「#5321會議費」。 

一三.原民會及縣政府資本門補助(經由民意代表或地方人士爭取之設備補助)帳務處理 

       設社經由議員取得存摺列表機一台 32,600元，105年 1月 10日安裝完成並支付設備

費用，105年 2月 20日縣政府撥款。 

(1) 105/1/10款項支付(傳票號碼 #105) 

   借：154辦公設備         32,600 

      貸：1121郵局存款              32,600 

※簿記系統之『檔案(B)』→『(a)財產管理』→『(1)財產清冊及折舊』建檔。 

  使用年限 5年，殘值 0元。 

 
(2) 105/2/20縣政府匯入補助款(傳票號碼 #120) 

   借：1121郵局存款             32,600 

      貸：155累計折舊-辦公設備          32,600 

※簿記系統之『檔案(B)』→『(a)財產管理』→『(1)財產清冊及折舊』之【累計折舊 

  額】鍵入 3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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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辦公設備報廢 

1. 程序：理事會會議列案同意，並由監事會確認； 

2. 將『帳面價值』轉列『折舊費用』，即『帳面價值』歸〝0〞； 

3.在《『單位社簿記系統』→『檔案(B)』→『(a)財產管理』→(2)財產報廢→報廢(H)→

勾選→開立傳票》進行帳務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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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簿記帳務處理說明 

設將財產事務機報廢，其『帳面價值』1,300元 
 

 
 

(1)將檔案資料之『估計殘值』〝1,300〞修改成為〝0〞 

 
(2)將『期折舊金額』改成『帳面價值』之金額。 

(3)修改折舊提列方式為『每月提列』。 

 

(4)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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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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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列印『財產報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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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扣繳申報事項 

1.薪資、津貼、獎金。(含臨時工) 

2.專業服務費(勞務費)：律師、會計師、建築師、技師、代書或請工等之報酬支出。(專

業證照)(9A) 

(憑證應為發票、代發票、或貼印花稅票之銀錢收據) 

3.租金支出。 

4.幹部三節支出(單人累計逾 1,000元以上)。 

5.公益團體之捐助款(含教會)。 

6.107/1/31前申報。 

7.依據「所得稅法」第八十八條各類所得扣繳之規定、「各類所得之扣繳率及扣繳辦法」

及「所得稅法」第一百十四條規定，扣繳義務人未依第八十八條規定扣繳稅款者，除限

期責令補繳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款及補報扣繳憑單外，並按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額處一

倍以下之罰鍰；其未於限期內補繳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款，或不按實補報扣繳憑單者，

應按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額處三倍以下之罰鍰。儲蓄互助社應於給所得時，依規定辦理

申報扣繳，以避免稅捐稽徵單位依違反扣繳義務人之罰則處罰。 

一六.外幣淨值明細表 

1.表格如附件(附件三) 

2.評價日為每月最後一日(30/31)，若遇休假日，則往前計。 

3.每月同財報陳報督導、南區辦事處、區會。 

4.每月入簿之利息，因為避免帳務處理困擾，當月兌換台幣後入帳。 

5.外幣存款兌換損益之認列，平時以實現為原則，於年終辦理結算及決算時，應按成本與

市價孰低法評價，以決算日中央銀行外幣結帳價格或交易銀行匯價重新評估，其與原購

入總金額間之差額，如有跌價損失應列入當期損益計算，並設置備抵損失之評價科目，

市價回升時，應在貸方餘額之範圍內沖減評價科目。 

一七.金融商品評價表 

1. 表格如附件(附件四) 

2. 評價日為每月最後一日(30/31)，若遇休假日，則往前計。 

3. 每月同財報陳報督導、區會。 

4. 每月入簿之利息，若為外幣計價，因為避免帳務處理困擾，當月兌換台幣後入帳。 

5. 帳務處理應按月以成本與市價孰低法評價，並就購買金融商品未實現損失提列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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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原始憑證: 

1. 出具人為公司，憑證須為發票；(遊覽車之車資憑證必為發票) 

2. 私人名義出具之收據內容應有出具人(A)姓名(B)地址(C)身份證統一編號(D)印章； 

3. 收據或發票之社名須全銜『屏東縣○○儲蓄互助社』。 

4. 憑證與黏貼簿之黏貼處加蓋「已付訖」之戳章。 

5. 因支出憑證不符而受稅務機關裁罰，經辦人(專職或社務助理)需負賠償責任。 

一九.各類傳票 

1. 各類傳票應確實於各簽章處經各相關人員簽章確認。 

2. 對社員收取現金時，收款單『社員確認簽署』處或支出/轉帳傳票空白處要求社員或代理

人簽名或署印。 

3. 按傳票號碼順序固定裝訂成冊並做彙冊封頁且蓋騎縫章。 

二〇.股金及 LS 理賠金繼承文件 

1. 領取股金委託書兼領據。(附件五) 

2. 繼承系統表。(附件六) 

3. 被繼承社員出生至死亡謄本。(可向戶政要求供辦理繼承用) 

4. 理賠備查簿。(附件七) 

二一.助學貸款之辦理 

放款利率：2%(上限：4%)。 

二二.移交清冊 

社章程第 70 條：本社於每屆理事、監事改選前，應將圖記、未完成案件、檔案、財務及人

事等資料造具清冊一式四份，於下屆理事長選出後，當場以一份連同圖記移交新任理事長及

監交人，並於十五日內由新任理事長會同監交人接收完畢及將該清冊報請協會備查。逾期未

完成移交者，除依法處理外，得報請協會及主管機關將原頒圖記、備案證書及會員證書予以

註銷或作廢，重新頒發。 

前項監交人由新任常務監事擔任之。 

二三.年結轉及決算 

1. 簿記系統版本為 1061115； 

2. 結、決算日期 106/12/31； 

3. 已實現損益認列 

(1) 銀行定期存款利息(限複利計息者)； 

借：#114X應收銀行利息 

  貸：#4102X聯邦銀行 

(2) 存放協會利息； 

借：#114X應收存放協會利息 

  貸：#4103X七年期存放協會 

(3) 外幣存款匯兌評價損失； 

借：#5923兌換損失 

  貸：#111Z備抵損失-外幣存款 

(4) 外幣存款匯兌評價回升；(上限#111Z備抵損失-外幣存款餘額) 

借：#111Z備抵損失-外幣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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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貸：#4923兌換收益 

(5) 金融商品評價損失； 

借：#5922未實現跌價損失 

  貸：#146備抵跌價損失 

(6) 金融商品兌評價回升；(上限#146備抵跌價損失餘額) 

借：#146備抵跌價損失 

  貸：#4922未實現增價收益 

4. 準備提撥 

(1) 放款呆帳費用； 

借：#5151呆帳費用 

  貸：#132備抵呆帳-貸放社員 

(2) 應收帳款呆帳費用； 

※挪用應收款移至 114Y-應收侵占款項 
借：#114Y 應收侵占款項 

  貸：#1149 應收款項  

※提撥備抵損失-侵占款項 
借：#5916 應收帳壞帳費用 

  貸：#114Z 備抵損失-侵占款項 

5. 教育金及公益金結轉 

(1)教育金沖轉#5712『教育開支』 

借：#273教育金 

  貸：#57121社員教育費 

      #57122幹部訓練費 

      #57123員工訓練費 

      #57124協會雜誌費 

(2)公益金沖轉#5631『捐贈與補助支出』。 

借：#272公益金 

  貸：#5631捐贈與補助支出 

(3)上限為#273教育金及#272公益金餘額。 

6. 折舊提列。 

按簿記系統-檔案(B)-財產管理(a)-財產清冊及折舊(1)-提列折舊(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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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財產清冊各項結餘是否與帳上結餘相符？ 

7. 股息發放方式設定 
(1)本項作業應於 12 月 20 日前確認並完成設定。 
(2)已辦理備轉金業務之社，皆以備轉金發放。 
(3)簿記系統內定發放項目；(不宜自行增加) 

 
(4)個人股息發放方式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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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日結→月結 

9. 年結 

(1)年結試算及年結 

 
(2)列印報表 

A.月報 

(A). 12 月份報表於年結後列印； 

(B). 增印決算後資產負債表； 

(C). 通報備份存檔 

 

B.年終決算報告書 

(A).點選 產生新『資料年度』，按 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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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資料填寫及修正 

a業務概況 

(a).封面日期及封面文號(配合督導收件作業)，正式列印時填入。 

(b).成社日期-請於檔案(B)-社員基本資料，建立入社日期。 

(c).放款利率，以主要放款之年利率填寫。 

(d).107年社員常年大會之日期及地點，按實際填寫。 

b教育金收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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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公益金收支表 

 
 

(C).列印報告書 
a確認收件日期及排定發文文號；(1 月底 2 月初告知各位收件日期) 

b在『業務概況』頁面執行，點選 ； 

c列印完成點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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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通報作業 

 
 

11.股息發放 

(1)股息發放皆須於社員大會完成後辦理。 

(2)最先發放對象為轉帳方式，如轉入備轉金、轉入股金。 

(3)股息發放作業 

A.進入普通股股利發放作業區 

 

B.點選股息年度 → →點選  
本例為發放 103 年股息 

滑鼠游標

於此，並按

左鍵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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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點選  

 
D.轉股金或備轉金 

(A). 點選發放資料選項，點選『轉入股金』或『轉備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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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點選 →  

   按 產生傳票分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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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列印『股息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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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發放現金 

(A). 現金股息發放作業前，按『發放方式-』列印『10?年度股息發放簽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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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社員到社領取現金『入帳作業』 

a.點選發放資料選項，點選『發放現金』 

    

 

b.勾選領取現金股息帳戶 

 
 

c.點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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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按 產生傳票分錄 

 
e.列印傳票，請領款人於『股息發放簽收表』簽署 

 

 
F.更動發放方式 

  擬將『發放現金』改為『轉入股金』。 
至『年結(G)』→『(i)普通股股利發放』→點選『股息年度』產生發放股息年度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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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1)：選取變動帳戶。選取擬修改帳號，本例#13 盧光明 

 
步驟(2)：修改 

 

步驟(3)：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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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4)：依上述 D 項方式勾選產生傳票 

 

二四.社員大會手冊及紀錄 

1. 版本皆以協會 107版辦理； 

2. 【選舉】可移至『討論提案』之前辦理。 

3. 餘裕資金交付協會辦理信託案請列案討論(備用)。 

4. 請討論本社餘裕資金交付協會辦理專案存放案(備用)。 

5. 手冊加社章程、入社規定及放款規定；  

6. 手冊及紀錄之『財產目錄表』以簿記產生； 

7. 紀錄附加社員出席簽到簿。 

8. 陳報協會及區會社員大會紀錄以掃描檔，電子公文陳報。 

二五.107年度區會研習及聯誼活動計畫 

二六.理事長印鑑紙 

1. 該印模僅提供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用於電子公文建檔，供  貴社發文時使用。 
2. 請填寫完整資料並以藍色印台用印。 
3. 理事長簽名章、社名長戳如無異動，請於該項目註明「無異動」。 
4. 印模更新方式如下： 

(1).社於理事長移交就任後，依完成上述格式自行掃描印模檔，於改選年當年 2 月 5 日

前提供印模檔給地區督導彙整，協會將統一於 2 月底前更新。（督導請於 2/6 前提供

區內印模電子檔） 
(2).社未能於改選年當年 2 月 5 日前提供上述印模檔給地區督導彙整，請自行以電子公

文方式函送協會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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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業務 

工作 

1、會議 
1、社員大會：召開       次。 

2、理 事 會：召開       次。含臨時理事會 

2、貸放社員 本年度決算後貸放比：      ％（上年度：         ％） 

3、獎勵  

4、逾期放款及處

理 

逾放筆數：    筆，金額：           元。 

 (上年度:筆數       筆，金額;        元。) 

逾放比：       ％（上年度：     ％） 

經訴訟催收程序      筆，金額               元。 

5、沖銷呆帳 

本年度沖銷呆帳        筆，金額              元。 

沖銷呆帳累計        筆，金額                元。 

已收回呆帳累計       筆，金額                元。 

6、協會借入款項 
原借款金額：                             元。 

至 105年 12月 31日餘額                    元。 

7、金融商品投資 

1.105年 12月 31日帳列餘額      元，市價評估餘額     元。 

備抵跌價損失帳列餘額                元。 

2.當年度處分利益         元/處分損失         元。 

8、轉存外幣 

1.105年 12月 31日帳列餘額      元，市價評估餘額     元。 

備抵跌價損失帳列餘額                元。 

2.當年度兌換收益           元/兌換損失             元。 

三、 

其他 
代辦業務 

1.協會 
(1).團體險計   單位、經辦費收入     元。 
(2).防癌險計   單位、經辦費收入     元。    
2.新光產險 
(1).機車險計   單位、經辦費收入     元。 
(2).汽車險計   單位、經辦費收入     元。 

 

簿記系統【財務業務統計】之【查詢日期】輸入【1060101】產生之報表得知。 

 
經訴訟程序尚未
清償筆數及結餘 
 

簿記系統→作業(A)→(4)呆帳沖

銷紀錄，產生呆帳沖銷紀錄 
 


